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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媒體近
日關注民進黨中
常委謝長廷是否
有意角逐明年民
進黨主席。民進
黨現任黨主席蘇

貞昌的任期還有1年2個月，換言之，現離
黨主席換屆選舉還有1年多的時間，島內
媒體此刻突然聚焦謝長廷的參選動向，俗
話說 「無風不起浪」，箇中原因值得
深究。

台灣《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
嘉上月21日在台灣媒體撰文，題為《謝長
廷參選民進黨主席已成必然趨勢》；30日
他接受媒體訪問時再次談到，謝長廷很可
能參加明年民進黨主席改選。吳子嘉與《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許信良是老朋友，
而許信良又與謝長廷私交甚篤。如此看來
，吳子嘉之言是 「有所本」。謝長廷借吳
子嘉之口透露自己的參選意願，試探外界
反應，也是有可能的。因此，與其說媒體
「關注」謝長廷，倒不如說是謝長廷 「吸

引」媒體注意。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
，謝長廷對於參選黨魁一事的態度。他說
「自己是自由人，選什麼都可以」。言下

之意，即 「可以選黨魁」，給外界留下了
豐富的想像空間，更挑動了民進黨權力爭
鬥的敏感神經。蘇貞昌則是首當其衝，對
於謝長廷的挑戰，未來一年勢必全力發起
「黨魁保衛戰」。

謝長廷於2008年大選敗北後曾宣布退
出政壇，但2010年高調復出，參選民進黨
中常委，足顯其 「雄心不死」。去年蘇貞
昌一度想在兩岸問題方面借重謝長廷，但
兩人終因想法南轅北轍而分道揚鑣。隨後
謝長廷登陸祭祖、赴京參訪，又派出子弟
兵登陸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展示了在兩

岸關係上大展拳腳的雄心壯志。尤其兩岸關係領域正
是蘇貞昌的 「死穴」，謝長廷乘虛而入，積累政治資
本。

以目前民進黨的派系格局來看，謝系單打獨鬥，
難與擁有黨務資源的蘇系抗衡，但謝系曾與蔡系有合
作的默契，更重要的是，蔡英文仍有志於2016年大選
，如果蘇系繼續把持黨務，無疑是蔡英文進軍 「總統
府」的障礙。因此，與謝系結盟，正中蔡系下懷。兩
派人馬合二而一，不無勝算。但蘇系力量不容小覷。
這一年來蘇貞昌擱置黨內兩岸路線轉型事宜，重申 「
台獨」路線，就是為了拉攏深綠陣營，鞏固黨魁
寶座。

派系支援固然是候選人取勝的重要因素，但關鍵
還是要拿出務實可行的政見，說服擁有投票權的民進
黨黨員。民進黨接連兩次大選落敗，皆因保守僵化的
兩岸路線，只要這些路線不改變，民進黨 「萬年在野
」並非笑話。去年有民調顯示，民進黨超過六成黨員
支持謝長廷登陸訪問，認為有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可見，民進黨內已非 「鐵板一塊」。

蘇貞昌在兩岸問題上毫無作為，等於為謝
長廷提供了政治舞台。正如有人笑稱蘇貞昌
「佔了茅坑不拉屎」，謝長廷可是等不及

了。

台大陣仗堵防禽流

台公營景區入場擬收費百元

機場加強監測 官員赴陸了解
二〇一三年四月六日 星期六A18台灣新聞責任編輯：陸智豪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央社報道︰
大陸部分省市陸續發現H7N9禽流感病例後
，台灣當局加強防範，現已設立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在桃園機場、松山機場等入境口岸
加強對從大陸入境旅客的檢疫及監測，並採
取加強醫院感染管制、延長公費抗病毒藥劑
擴大使用期限等抗疫措施。另一方面，台灣
疾控官員5日表示，與對岸防疫官員溝通後
確定，台當局會派員前往大陸了解H7N9的
情況，細節將在1、2天內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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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在台北故宮墮樓亡

簡訊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4月5日是蔣介石逝世38
周年紀念日，台灣領導人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一早到桃
園謁陵，不過，日前中正紀念堂舉辦 「台灣設計蔣」的
設計比賽引發風波，卻在同日出現政治化的盪漾，民進
黨立委同日透過媒體怒批蔣介石是獨裁者，坦言該黨正
醞釀 「廢蔣運動」，例如促請政府把10元新台幣硬幣的
蔣中正人像換掉，以盡快將蔣介石的形象從民眾日常生
活中消除。

馬英九上午率領副手吳敦義以及多位黨務主管前往
桃園縣慈湖，向蔣介石陵寢追思致意。馬英九在獻花、
三鞠躬後，繞行靈櫬一圈後離開。對於台媒問到競選黨
主席等問題，他沒有任何回應。

不過，由文化部門主管的中正紀念堂早前推出 「台
灣設計蔣」活動，卻持續在台灣政壇及社會中發酵，來
自反對黨綠營的批評聲音日響。有關活動原擬邀請島內
外新銳創作者，用蔣介石伉儷的生活故事，開發各種文
化創意商品。但活動宣傳海報上稱： 「表達蔣介石總統
與蔣夫人伉儷情深，並透過文創商品之開發，提升全民
夫妻恩愛、家庭和樂，以達社會教育之功能」卻引發極
大非議。

民眾對老蔣毀譽參半
民進黨立委段宜康日前對此痛評，蔣介石害 「二二

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家破人亡，有的甚至連
屍骨都找不到，這樣的活動適合嗎？他質問： 「這是要
提升哪門子的家庭和樂？」有民進黨人近日更發現，中

正紀念堂兒童網頁，介紹 「蔣爺爺」生平時，形容蔣是
世界偉人、民族救星，歌頌他 「心地善良」，引發泛綠
立委覺將獨裁者神格化不妥。

TVBS就此隨機訪問台灣民眾，發現民眾對蔣介石的
評價功過參半，認為他確曾為民族做過貢獻，但也做過
一些 「尷尬的事」，坦言論其功過 「要看你從什麼事情
來說」。但民眾坦言， 「我覺太誇張了（蔣是人類救星
），沒有到救星程度。」認為應對小朋友呈現客觀的歷
史面貌，但認為論其功過，則留待歷史論斷，認為 「反
蔣風潮」沒有太大意義。

綠醞釀廢蔣稱不滿神化

▲蔣介石逝世38周年，馬英九（右）等人5日前往
慈湖謁陵 中央社

【本報訊】 「真的不貴！每人大約只要100元（
新台幣，下同），大多數人都負擔得起！」台灣媒體
5日引述 「內政部長」李鴻源表示，全台7個對旅客開
放的公營旅遊景區，最快今年下半年要收費，每人約
收100元入場券。

他表示，由於不少景區遊客量日益增加，政府盼
能 「以價制量」，維持景區的旅遊品質。不過，有關

建議引發民眾反彈，有市民認為應該只對境外旅客收
費，對台灣民眾則應免費。

據悉，台灣目前共有8個公營風景區，除東沙環
礁公園尚未開放，玉山、雪霸、金門、陽明山、墾丁
、台江、太魯閣等7大景區，在大陸旅客自由行帶動
下，去年共吸引超過1700萬人次的旅客數量，其中墾
丁一年吸引600多萬遊客造訪最熱門，太魯閣480多萬
居次。

李鴻源坦言，遊客數量太多， 「光收垃圾就耗去
很多經費」，且對自然景觀造成很大壓力，因此有必
要收費，達到 「以價制量」的目的。他說，近幾年政
府財政吃緊，以太魯閣公園為例，大量遊客湧入讓垃
圾爆量， 「光是處理垃圾就一個頭兩個大」，佔掉不
少公園經費，因此有必要推行收費措施。

李鴻源透露，各景區會視交通、地形不同而規劃
各自的收費方式，例如玉山及雪霸是入山申請時收費
，金門是乘船或搭飛機抵達時收費，陽明山、墾丁、
台江、太魯閣等則是在核心區域設入口處收費。收費
辦法最快於6月份提報 「行政院」，下半年即可推行
。他又稱，未來收費後，所有收益將統一匯入專屬基
金中統合運用。

李還說，某些生態敏感的景區，例如高山型的雪
霸、玉山等，未來將推動休園計劃，在一定時間內封
園，讓環境自然恢復，以免自然生態成為旅遊業的犧
牲品。

本地人不滿要付費
假日到景區踏青也是不少台灣民眾的合家歡節目

，常帶孩子到陽明山踏青的台北市民陳淑君質疑，公
營景區本來就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設立，為什麼還要
向民眾額外收費？ 「若要講使用者付費，應該對外地
遊客收費才對！」上班族蕭先生說，大陸旅客越來越
多，成為不少公營景區的主要人流，認為因此連同台
灣居民也要收費 「實在不合理」。而經常登山的謝建
銘則說，並不是所有景區都出現遊客爆滿的情況，建
議從超負荷的幾個景區先開始試行收費。

「不要急反彈！」李鴻源4日回應民意時稱，
若以一人百元計，不過三美元左右，遠低於鄰近地區
的風景區收費， 「大多數民眾應該負擔得起」。他又
透露，收費計劃也將為當地鄉鎮區居民、弱勢族群提
供免費或優惠價的措施，但表明有關收費不會只針對
海外旅客，強調民眾與旅客 「不會有差別待遇」。

盼以價制量 最快下半年推行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五
日消息︰民進黨天王卸任公職後
，紛紛成立基金會，長期投身社
會運動的前民進黨籍立委簡錫
認為，這些基金會專業性必須再
深化。他又認為，這些基金會目
前都做得不是很好，拋出的議題
都還只是口號，對問題的研究沒
有民間團體深入與專精，未來必
須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專業性
上也需要更有深度。

簡錫說，這些基金會給予
沒有發言地位的政治人物管道、
經營個人形象，如果基金會對台
灣有正向幫助，公民社會可以包
容。而對於民進黨來說，他認為
，綠營天王用民間團體名義闡述
自己的政治理念，可以彌補政黨
思維不足之處。

民進黨中執委洪智坤也批評
說，民進黨天王各基金會百花齊
放，但實際上是分裂狀態、缺乏
分工協調，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過去也投身社會的民進黨籍
立委鄭麗君說，希望這些基金會
能夠觸動民眾對未來進步社會的
想像，了解推動社會進步應努力
的議題與事情，最後連結到政治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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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性大陸遊客5日下午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內拍照時
，疑因未注意後側欄杆高度，從二樓平台墮落地下一層，重
傷身亡。意外發生後，這名遊客被緊急送往附近的新光醫院
搶救，但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目前當地警方已封鎖現場調
查，並詢問旅行團導遊、同行遊客，以釐清事故原因。

（新華社）

據台灣證交所資料統計，目前已有超過620家公司公布
預計發放的員工紅利金額，其中以台積電最大方，擬發放
111.15億元員工紅利，與去年相比增加23%，平均每名員工
可獲33.34萬元（新台幣，下同）。第二名為台達電，預計
發放20.47億元，人均紅利約37萬元，是眾公司之冠。統計
顯示，在上述620家公司中，以科技業員工分紅最多。

（中通社）

■員工分紅台積電最豪爽

馬英九大姊馬以南5日表示，壹週刊貶損她清譽的相關
報道絕非事實，已決定8日對壹週刊相關人員提起民、刑事
訴訟。壹週刊報道 「馬以南捲入太極雙星案」，馬以南晚
間透過律師發表親筆簽名聲明表示，壹週刊登載她涉及太
極雙星案，絕非事實。她已委請律師8日對壹週刊相關人員
，向台北士林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誹謗自訴，並另提起民事
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中央社）

■馬胞姊將告壹週刊誹謗

「我祖先在這裡的時候，漳浦
還名為金浦。據我所知，當年他們
住的地方的名字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來自明道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的

助理教授張源修，祖籍漳州漳浦，他說， 「要是有機會，真
希望能去看看。」

5日，台灣明道大學、屏東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大葉大學24名師生來到漳台宗親文化族譜對接館 「尋根」，
繼續2013閩南文化尋根之旅。在展館裡，張源修認真地聽取
介紹，並在張姓名人的展板前駐足良久。 「回到台灣後，我
也要登陸漳台族譜對接網站，希望能將家人的族譜對接上漳
州祖先。」

與台灣一水相連的福建漳州，是連戰、江丙坤、王金平
、呂秀蓮、林豐正、謝長廷等台灣知名政要的祖籍地。例如
，呂秀蓮的祖籍在漳州南靖，連戰的祖籍在漳州龍海。

「族譜對接館的資料很詳實豐富，看到這麼多台灣人來
自漳州，我才知道漳州與台灣有這麼深的淵源。」來自台灣
朝陽科技大學的蔡宜蓁表示，這令她加深了對漳州的親切感。

同樣來自朝陽科技大學的林俐妡發現自己的姓氏也在姓
氏展板上，特別開心地讓同行的朋友幫忙合影留念。 「這樣
的展館在台灣很少見，能讓更多台灣人找到自己在大陸的根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資料顯示，台灣現有35.8%的人口祖籍漳州。台灣一百
個大姓中，大部分都能在漳州找到族譜。台灣民間的漳州人
族譜有超過1800部。自1987年底以來，前來漳州尋根拜祖的
台灣姓氏達80多個、數十萬人。 （中新社）

台學子福建漳州尋根
特稿

據台灣衛生部門疾病管制局消息，從4月3日至今，
該局接獲多宗有發燒症狀的疑似病例通報，但都已排除
感染H7N9。該局呼籲民眾保持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的
衛生習慣，切勿任意碰觸及餵食禽鳥，禽肉及蛋類務必
煮熟。民眾如從大陸發生H7N9病例地區返台，出現發
燒、咳嗽等症狀，請立即戴口罩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
史，以利診療。

雞場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台灣衛生部門5日表示，2名分別自上海、江蘇省

H7N9疫區抵台的台商與陸客，出現發燒症狀，衛生機
關已採集檢體，釐清是否感染H7N9。據介紹，該台商
自上海返台身體不適就醫，4日接受採檢；陸客也是4日
發燒，因為來自江蘇省，醫療人員為求慎重起見
也採檢。

大陸疫情來勢洶洶，台灣當局不敢鬆懈。教育部門
現已啟動應變機制，要求各級學校成立防疫小組，鼓勵
師生勤洗手，感冒戴口罩。台北故宮博物院則在所有出
入口均設置酒精消毒機，供遊客使用。台北、新北、台
中、桃園等縣市政府對野鳥聚集的公共場所、養禽場、
鳥店進行消毒及監控。在擁有1200多家養雞場的彰化縣
，縣動物防疫所監督境內各養雞場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還請其他縣市調派消毒人員支援，密集前往各養雞場消
毒。南部的屏東縣也對境內養雞場及周邊，每天派人進
行消毒。

衛生官員認遲早 「失守」
儘管當局已加強戒備，但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長

張峰義承認，兩岸往來密切，H7N9禽流感病例遲早在
台現蹤。他指出，H7N9有7天潛伏期，如果有人在大
陸出發前很健康，入境台灣7天發燒，H7N9開始發作

，這是很合理的， 「病人不是只會在機場出現，也會在
家裡、在旅館」。更何況，機場港口發燒篩檢站不可能
全數攔截病人，他認為應強化醫院應變能力，確保病人
進入醫療體系，能早期發現、最快診斷及最快處置，愈
早使用 「克流感」（港稱 「特敏福」）等抗病藥物愈好
，不但病患預後結果較好，死亡率可以降低，也能觀察
疾病，增加認知，減少H7N9任何散布機會。

張峰義又透露，5日和大陸防疫官員通熱線電話，
他說，原則會派員赴大陸參與了解H7N9，細節在1、2
天內敲定。他認為，上海的鴿子不太可能飛來台灣散播
病毒。不過，台灣派員去親臨其境，可以了解第一手資
料， 「否則不了解人家作為，很難去說什麼」。

正當人人聞雞色變之際，彰化縣二林鎮一家工廠空
地5日上午發現約40隻病死雞，空地對面的一片農地挖
洞，露天丟棄約上千隻病死雞，引起附近民眾疑懼。彰
化縣動物防疫所的防疫人員下午接獲訊息趕往處理。但
當地官員強調，目前縣內沒發生禽流感疫情，也沒接養
雞場通報，將進一步調查病死雞來源。

▲大陸傳出H7N9禽流感病例，台當局高度警戒。
高雄市有養雞場主日前用帆布圍籬養雞場周圍，以
防止禽鳥飛入雞舍 資料圖片

▲桃園機場的體溫檢測站持續抽驗入境旅客
體溫，如紅外線體溫遙測結果顯示旅客可能
發燒，會再用耳溫槍複測確認 網絡圖片

▲台灣公營旅遊景區將收取入場費。圖為墾丁正
在舉行的春天音樂季活動 中央社


